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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剛調職過來做寄養服務的社工姜碧雪姑娘。我在

中學裡從事青少年服務多年，曾聽過很多學生訴說童年往事，

深深感受到童年對一個人成長發展的深遠影響。

「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每人的童年也只得一次，若能及早讓孩子有安穩的照顧、

穩定的情感依附與溫暖的家庭生活，是孩子畢生的祝福。

寄養服務就是這樣有意義，以愛去塑造與建立生命。我希

望與寄養家庭同行，以愛培育下一代。

由於疫情仍未完結，寄養兒童缺少活動和外出探索的機會，寄養家

長為滿足他們的成長需要，想盡辦法照顧兒童 。在過去一年，大家

生活有了新常態，無論學習或社交交往，也以網上視像會議為主。

我們也嘗試了網上家長培訓及網上招募寄養家長講座，情況也比預

期理想，當然能夠面對面交流，大家便可暢所欲言了。 隨著接種疫

苗預防病毒感染， 盼望疫情有所改善，大家生活能回復正常。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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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受寄養服務的兒童和靑少年提供一次性/短期的個案評估/臨床諮詢/臨床
治療，促進他們在認知、情緒和行為方面的發展。
為寄養服務社工和寄養家長提供有關照顧及管理居於寄養家庭的兒童及靑少
年的專業建議、諮詢和訓練。 

宗旨及目標 
服務的目的及目標如下：

臨床評估；
臨床諮詢/治療； 
為寄養服務社工及寄養家長提供訓練。 

服務性質/提供服務方法
服務提供的項目包括： 在本機構寄養服務接受照顧和

等候長期臨床心理服務、並有
特殊需要 (例如﹕學習困難、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
閉症、言語障礙和發展遲緩等) 
的兒 童和靑少年，以及他們的
家長及寄養家長。

服務對象 

個案服務：免費 
服務費用

申請及退出手續
服務使用者可經由本機構寄養服務社工進行轉介。服務使用者如欲退出服務，
可向負責社工/臨床心 理學家提出終止要求，以便作出安排。

機構為本為寄養兒童提供的加強臨床心理支援服務，旨在為有特殊需要及等候長
期臨床心理服務的寄養兒童及靑少年提供及早評估及暫時介入的臨床心理支援服

服務介紹

本處寄養服務獲社會福利署撥款推行「機構為本為寄養兒童提供的加強臨
床心理支援服務」 [Agency-based Enhance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upport Services for Children Under Foster Care(ABCPS)]，已於
2020年10月正式開始。

機構為本為寄養兒童提供的
加強臨床心理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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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享 

	 回想孩子剛出生時，許多父母對孩子最初心的祝福之一常是「喜
樂」。為人父母當然希望讓孩子快樂無憂，然而，我們真的能夠每時每刻
確保孩子都處於開心的情緒嗎？若我們不能讓孩子避開一切失落的機會，
那就代表是父母的失職嗎？若孩子必然會經歷失望、緊張、不安、憤怒，
我們仍可以讓孩子長大後便能成為一個喜樂的人嗎？讓我們了解一下取
決孩子情緒狀態變化背後的神經系統是如何運作的，這或許有助我們明
白孩子失落過後仍能喜樂的方法。

	 Stephen	Porges 提出的「多元迷走神經理論」(Polyvagal	Theory)	講述
人的自主神經系統會依照「神經覺」(Neuroception)	所感測的安全程度而
作出三種不同的反應：「社會連結」(Social	Engagement)，「攻擊或逃跑」
(Fight	or	Flight) 及「凍結、關閉」(Freeze、Shut-down)，而「神經覺」感測
的過程並不涉及有意識的認知思考。以「神經系統梯子」來比喻，當我
們感到安全時，我們會在梯子最高層──「社會連結」的狀態，我們感覺
平靜放鬆，可以玩樂，也可以專注學習和工作，亦能與人溝通連結。當
身體感到危險時，我們便會落到梯子的中層──「攻擊或逃跑」的狀態，
身體會煩躁，坐立不安，想要攻擊或逃離危險的事物。當我們感到生命
受到威脅或是困住了而無法作出攻擊或逃跑，便會跌落梯子的底層──
「凍結、關閉」的狀態，這時身體會感到麻木，無力，失去動力，就好
比動物界在處於生命受到極大威脅時以「假死」狀態來保護自己。
 
	 最理想當然是提供一個既正面又安穩的生活環境，希望孩子可以一
直待在「神經系統梯子」的最高層，最貼近我們理解的「	喜樂」的狀態，
時常感到有希望有動力又有能力。可是，無論大人或是小孩，我們的神
經系統每時每刻都在感測安全和危險的訊號，每天總會隨著各式各樣的
壓力而在這「神經系統梯子」上上落落，難免會有掉到梯子中層或底層，

陪伴孩子找到失落過後的喜樂
                     劉雅婷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3



4

有感到不安、失落甚至是失去希望的時刻。雖然我們不能完全保護孩子
不跌下梯子，也不可能為孩子改變一切讓他們感壓力的人事物，但我們
可以學習陪伴孩子在失落後找到方法，爬回梯子的頂層，再次感到安全
的「社會連結」的狀態。梯子頂層的「社會連結」狀態容讓孩子遇到難
題時可以承認困難，探索不同選擇，尋求支持，有條理地作出回應。當
孩子擁有一次又一次失落後爬回「神經系統梯子」頂層的經驗，他們便
越不容易從頂層跌下來或是能更快爬回梯子頂層，這便是讓孩子大部份
時間感到「喜樂」的秘竅。

	 那麼，怎樣才可以幫助孩子找到方法在「神經系統梯子」的中下層
爬回頂層呢？答案在於「共同調節」(Co-regulation)。筆者以往一再強調，
孩子的腦部發展未成熟，缺乏能力自己控制情緒反應，幼兒尤其需要大
人的幫忙去調節他們的情緒，才能漸漸發展出自我調節的能力。只是，
作為父母看見孩子焦慮不安或是生氣鬧脾氣，自己也會有跌下「神經系
統梯子」中底層的時候，有覺得煩躁、自己不夠好的焦慮甚至想要逃避
不面對的時刻，這都是人之常情。因此，實際上在「共同調節」之前要
做的是，先照顧自己，幫自己爬上樓梯頂層，才能調節孩子的情緒。因
為只有在「神經系統梯子」最頂層，感到情緒安定的大人，才能調節在
梯子中下層的孩子。

	 當我們心裡能對自己寬容一點，體諒自己也會有覺得辛苦的時刻，
慢慢回到自己梯子的最頂層，同時明白孩子的不安或憤怒其實反映他們
在「神經系統梯子」的中下層，那是「神經覺」感到危險的自然反應，
我們便能更溫柔更放鬆地去接納、安撫和調節孩子的情緒反應。當孩子
的「神經覺」感測到父母表情、語調、肢體所發出的安全訊號，他們便
能漸漸感到安全，漸漸爬上梯子最頂層，穩定下來，再次與人連結，感
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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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孩子最好的，確能讓孩子快樂，卻不足夠讓孩子「常樂」。孩子
總會有感到不安煩躁或是沉重，總有失落在「神經系統梯子」的中下層
時刻，那並不可怕，最重要的是陪伴他們學會理解自己的情緒變化，在
低落過後，爬回梯子最頂層，重新感到快樂安穩。接納他們在這「神經
系統梯子」上上落落而重覆陪他們回到梯子頂層，或許就是讓他們懂得
「常樂」的方法。

References: 

Dana, D. A. (2018). The Polyvagal 

theory in therapy: engaging the 

rhythm of regulation (Norton series 

on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WW 

Norton & Company

留佩萱 . (2019) “【創傷知情學校系列

Part 5】孩子的行為，顯示他在「神經

系統梯子」的哪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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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子(2)—ABCP浣熊亞當和馬戲團團長》
 (Adam Raccoon And The Circus Master)

作者：Glen Keane
繪者：Glen Keane
譯者：肯來兒
出版社：根基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12/03

浣熊亞當從小就與獅子王乃恩一起生活，獅子王視他如親生兒子般照顧，令到亞
當感受到被愛的感覺。但是有一天，一班馬戲團來了表演。亞當因為感到好奇，
沒有聽從獅子王的話，偷偷地走去看馬戲團。亞當被馬戲團的表演所吸引，感到
很興奮。他為了繼續留在馬戲團中，便開始表演耍雜技，頗受歡迎。可惜不久後，
亞當的表演不再受歡迎，馬戲團團長便罰亞當去做苦工，更不提供正常飯餐，令
到亞當感到很後悔。後來，亞當實在忍受不了，便逃離馬戲團。他想回家，但又
擔心獅子王生他的氣而不理睬他。可是，當亞當在回家的途中，遠遠便看到獅子
王熱情地走出來迎接他，亞當再次感受到獅子王無條件的愛，感到十分快樂。

故事內容大意

情緒學習

亞當從小就與獅子王一起生活，
獅子王視他如親生兒子般照顧。

有一班馬戲團來了

亞當偷偷地走去看馬戲團的表演

亞當在馬戲團做苦工

獅子王熱情地走出來迎接亞當回家

引起情緒的原因

被愛

好奇

興奮

後悔

被愛和快樂

情緒

情緒教室 聽故事學情緒



寄養服務統計 (10/2020 - 03/2021)

去年度本處全年統計

過去半年，共有6位寄養兒童離開寄養家庭，3位寄養兒童回家團聚，2位寄養兒童轉
往其他服務單位，1位寄養兒童被領養。
服務檢討問卷顯示100%寄養兒童、100%親生家長及100%轉介社工表示本處寄養服務
對寄養兒童有幫助，例如：提升寄養兒童自我照顧的能力，學業、行為情緒及興趣發
展均有所進步。

1～3/2021
1～3/2021
1～3/2021

12/5/2021
上午10:00-11:30

22/5/2021
5/6/2021

家舍為本「我都做得到」頒獎典禮
「童你學情緒」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2021

「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一)(視像)

「處理孩子對抗行為的技巧」寄養家長講座(視像)
臨床心理學家(劉雅婷博士)主講

招募寄養家長日(紅磡區)
招募寄養家長日(荃灣麗城區)

寄養服務統計項目 本處全年統計數字
(04/2020-03/2021)

寄養服務活動日期

入住平均人數
定期個案會議次數
個人工作計劃次數
達成個案(離開)協議計劃次數
完成寄養家庭評估報吿
提供「準寄養家長」培訓次數
提供「寄養家長」培訓次數
招募寄養家庭活動次數
提供訓練/維繫活動予本處轄下之寄養家庭次數
提供小組/活動予本處轄下之寄養兒童次數
製作通訊次數

54.33
110
238

6
8
1
2
4
1
2
2

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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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搜集寄養家長/寄養兒童/親生家長及轉介社工的意見，未來一
年的服務計劃如下 (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

寄養服務統計項目兒童工作 家長工作

1. 發展兒童的多元潛能

2. 增強兒童的情緒支援

3. 提升兒童的學習興趣

4. 保護兒童及靑少年免受傷害

服務計劃  

1. 促進寄養兒童與寄養家長及兒童 
     家人的關係

2.  加強招募及培訓寄養家長

活動及講座推介

活動名稱

Zoom「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視像) 20/8/2021(五) 上午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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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家庭資料

女申請人姓名：

男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家)            (手提)

住址：

推薦人資料

寄養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家)            (手提)

日期：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507913聯絡寄養服務社工。

現誠意邀請各
位寄養家長

推薦合適的親
友，加入

成為寄養家長
，照顧社會上

有需要的兒童
，讓兒童

健康快樂地成
長

1. 推薦親友了解「寄養服務」出席簡介會後，     推薦人將獲贈購物券一張；
2. 凡出席本機構擧辦的「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    的參加者，均可獲贈精美紀念品一份；
3. 若申請家庭正式獲批成為「寄養家庭」，推薦    人將獲贈購物券二張，以茲鼓勵。
4. 本計劃由現時開始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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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2(每月)

$4,855(每月)

$3,236(一次過)

若照顧3歲以下或特殊需要的兒童，

另有額外津貼。

有小學或以上程度

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

我們誠意邀請您成為寄養家長

如您有興趣申請為寄養家長，

歡迎聯絡本機構

機構網頁：http://www.cys.org.hk

電郵：sghfc@hkcys.org.hk

電話：2750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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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2(每月)

$4,855(每月)

$3,236(一次過)

若照顧3歲以下或特殊需要的兒童，

另有額外津貼。

有小學或以上程度

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

我們誠意邀請您成為寄養家長

如您有興趣申請為寄養家長，

歡迎聯絡本機構

機構網頁：http://www.cys.org.hk

電郵：sghfc@hkcys.org.hk

電話：27507913

為確保寄養兒童能在一個安全及適合的環境下成長，各位寄養
家庭不妨就下列家居安全項目作出自我檢測：

家居內不可加設任何僭建物。

地板是否保持乾爽？

通往露台的出口必須裝上門及盡量把門關上，出口亦必須加設欄柵閘，

以防兒童獨自走出露台。

窗戶必須加設安全窗花，以防兒童失足，由高處墮下。窗花和窗框之間的

縫隙闊度應可防止兒童把頭伸出窗外。活動窗花的上下位置都應上鎖。

餐桌是否穩固及沒有舖上檯布？(適用於年幼兒童)

檯角是否用軟膠角套套著，或選用圓角設計的家具？

急救箱內藥品是否齊備？

浴室有否舖上防滑墊/防滑設計？

地板是否保持乾爽？

地板是否保持乾爽？

孩子床邊有否加上圍欄？(適用於年幼兒童)

廚房有否加設圍欄？(適用於年幼兒童)

刀具、利器及玻璃皿有否妥善存放？

圍欄是否穩妥、高度是否合適？

雜物、盆栽是否擺放整齊？

淸潔劑、肥料等用品是否妥善存放？

家居必須有可讓消防員進入的入口，例如：地下、

平台、天台或可輕易拆除的安全窗花。

爐具四周不應放易燃物品。

Check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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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活動

寄養服務意見調查

「我都做得到」頒獎計劃2020 (2021年1-2月)

對孩童及寄養家庭都是很好的關心與鼓勵。 
更加了解到彼此的信任和關心，使兒童在寄養家庭健康快樂成長！ 
即使疫情期間 ，未能參加頒獎活動 ，孩子的努力仍受關注和欣賞。 
有奬勵大家都開心。 
社工姑娘做事很用心細心，寄養家長有疑問會詳細的解答，關心寄養兒童之餘
亦會關心寄養家長的需要。 
欣賞馮姑娘的工作態度。   

「預防兒童及靑少年免受侵犯」性敎育工作坊(六)
姑娘講解非常淸晰，令我們遇到困難時知道怎樣解決難題。

感謝各位參加者的讚賞和寶貴意見，本處寄養服務社工會作為日後     辦活動的參
考資料。我們會繼續努力，配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合適的活動及講座。

處理孩子對抗行為的技巧 (2021年5月12日)

講師夠專業。
講者淸晰有條理，亦能重新理解兒童反叛背後的原因。
可以在家中上網學習，既可照顧小朋友，又不用舟車勞頓，可省卻很多時間。
讓家長也明白自己的情緒，學習放鬆。
喜歡有圖示管敎方法，簡單直接易明，起碼在圖案中容易知道自己應該要擁有
一定權力，不要被孩子拿取了自己權力。
參予者有更多分享就更好。
可給未能上堂的寄養家長重聽，很有用。
我覺得內容豐富，足夠讓我可以處理同樣的問題！
講解淸晰，讓我了解小朋友對抗行為背後的原因， 對他的包容大了。
可以多些     辦類似活動。

欣賞的地方/建議及意見

回應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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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兒童及
青少年免受

侵犯(六)』性
教育講座

生日

「我都做得到」
頒獎計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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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你學情緒」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兒童閱後
感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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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區

荃灣麗城區

Jenny姨姨送贈攬枕

「防疫知識知多少」II

新春禮物暖萬心

寄養家長招募街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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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服務質素， 本機構依據社會福利署的指引，訂立十六項服務質素

標準，如對以下資料有任何意見，可向寄養服務社工或社工督導反映。

服務質素標準(一)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

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

眾索閱。

服務質素標準(二)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

面的政策和程式。

服務質素標準(三)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

準確記錄。

服務質素標準(四)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

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

有清楚的界定。

服務質素標準(五)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

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

紀律處分守則。

服務質素標準(六)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

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

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

出意見。

服務質素標準(七)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

政管理。

服務質素標準(八)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服務質素標準(九)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

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服務質素標準(十)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

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十一)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方法 以評估和滿足服

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像是個人、家

庭、團體或社區)。

服務質素標準(十二)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

服務選擇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三)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四)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

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五)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

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

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服務質素標準(十六)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

用者免受侵犯。

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各位如對本機構寄養服務有任何意見，可直接聯絡寄養服務社工。
如想進一步表達意見，可聯絡寄養服務社工督導，聯絡電話：
27507913 ；
地址 :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4號。

鳴謝

意見欄

伍威權慈善基金

小蜜蜂 - 贊助寄養服務活動

Jenny姨姨 - 送贈攬枕

各寄養家長盡心盡力照顧兒童

各界熱心人士贈送一些兒童物品 ，
我們已將合適物品送予有需要的寄養兒童。

Box of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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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

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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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七)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

政管理。

服務質素標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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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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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十)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

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十一)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方法 以評估和滿足服

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像是個人、家

庭、團體或社區)。

服務質素標準(十二)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

服務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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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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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

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五)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

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

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服務質素標準(十六)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

用者免受侵犯。

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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